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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感到饥饿时，肚
子就会发出咕咕的叫声。为什
么会肚子饿呢？这是神经中枢
的感觉。我们吃进的饭菜一般
大约经 4—5 小时就从胃中排
空。这时候，胃就会开始剧烈
收缩。胃排空的时间与食物的
成分有密切关系。如果纯粹是
糖类食物，一般 2 小时左右排
空；蛋白质类食物，大约需 3—
4小时；而纯脂肪类的食物，约
需 5—6 小时。每当到了吃饭
的时间点，肠就会习惯性地加
速蠕动。胃中的液体和气体，
在胃壁剧烈收缩的情况下，就
会被挤捏揉压，东跑西窜，就像
我们洗衣服的时候，衣服中如
果包着一定量的空气，在水中
一揉一搓，也会出现咕咕声。
当胃中发出这种声音就是告诉
我们肚子饿了，该吃饭了。

飞机飞过后为什么会
有长长的尾巴？

这是飞机飞行中排出的暖
湿气体与外界冷空气混合，使
飞行轨迹上的空气所含水汽和
热量明显增多的结果。当轨迹
上的水汽达到一定程度时，就
会 产 生 凝 结 现 象 ，形 成“ 白
烟”。随着气流的不断交换，水
汽蒸发，大约半个多小时后，

“尾巴”就会逐渐消失。

为什么会有“太阳雨”？

太阳雨的产生有多种原
因。一种是阵雨从高空落下，
我们感觉到下雨时，云早散了；
一种是空中的云朵不大，遮不
住太阳，下雨时，大地自然阳光
普照；还有一种情况，大风把远
处的雨水刮过来，下雨时，我们
只看到雨看不到云。太阳雨是
很正常的自然现象。

肚子为什么会咕咕叫？

凡是热的物体，只要它不
是绝对零度，就都在辐射出肉
眼看不见的红外线。红外线辐
射到物体上最明显的效果是产
生热。冬天当你在炉子旁烤火
时，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红外线
从烧热的炉子里辐射到你的身
上，你就感到热呼呼的了。

红外线的波长比一切可见
光的波长都长，在前进的道路
上，它几乎能绕过一切障碍。
所以当敌机飞近我们的阵地
时，红外线望远镜早就接收了
它的发热部分——发动机辐射
出来的大量红外线，红外线在
望远镜的“光电变化器”中产生
了电流，再由电流而产生可见
光，于是黑暗中的飞机在红外
望远镜中就现出原形了。

为什么利用红外线能在
黑夜里看见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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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诗抄

振羽荐书

背景：
1937 年 12 月，王凌波随老教育家徐

特立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湖南长沙
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
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9 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办事
处被迫关闭，只留下王凌波继续在长沙工
作。当时，常有日本飞机盘旋轰炸，白沙
岭住所附近又有国民党特务暗中破坏。
曾在邵阳工作时跌伤脚的王凌波，此时又
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更加衰弱。在艰难的

条件下，他依然坚持工作。
一天深夜，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白沙

岭，将王凌波及妻子姜国仁逮捕。在被押
往广西桂林的路上，他滔滔不绝地宣传抗
日，国民党士兵被他的爱国热忱所感动，
不愿再对他严加监视。到桂林时，有士兵
和乘客主动跑到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报
信。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王凌波
和妻子被释放，在办事处工作 40余天后
转往延安。这首诗就是他与妻子在转赴
延安途中所作。 （李 彤 摘编）

作者：
王凌波早年与谢觉哉、姜梦周、何叔

衡结为好友。在湖南云山学校任校长期
间，他与姜梦周、谢觉哉等一起开展教学
革新，向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将学校
办成当时全县宣传革命的中心。

1924 年国共合作后，王凌波由何叔
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叛变革
命，他遭反动派缉拿，秘密赴上海找党组
织。后来王凌波受命与谢觉哉、熊瑾玎在
法租界开酒店，掩护党的地下活动。1930

年初他被调到党的秘密印刷厂工作。9
月，印刷厂遭到破坏，王凌波被捕入狱。
出狱后，王凌波在党中央的技术部担任刻
写工作。1935年 2月，王凌波再次被捕，
被判刑7年，但他的革命激情依然不减。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凌波获释来到延
安，后随徐特立到长沙，在八路军驻湘通
讯处工作。1940 年，国民党突然将他和
妻子姜国仁逮捕，后被党营救。王凌波回
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后因操劳过
度于1942年9月3日去世。

卡勒德·胡赛尼（阿富汗） 著

名人读书

我的小书架我的小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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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的蔓延读书法

《《从桂林到延安途中从桂林到延安途中》》 王凌波王凌波：：
一己安危值若忘

几年国事感蜩螗①，
一己安危值若忘。
驱除敌寇苏民困②，
短战长征可再尝。

《追风筝的人》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
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
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

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一八一零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
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

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
两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

飙中重新出现。

扼住命运咽喉的巨人

《贝多芬传》精彩章节

射阳县初级中学九（18）班 李青月
指导老师 王 明

释义：这些年来，国家纷乱，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身处如此国难中，我一个人的安危又值什么呢？早日打败侵
略者，使人民在经历困苦后得以安居乐业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为此
再难的征途我也一往无前。

①蜩螗：蝉和较小的蝉。《诗经·大雅》：“如蜩如螗。”指人民悲
叹的声音像蝉鸣。

②苏民困：使人民在经历困苦后得到复苏。

自然界有一种蔓草，只要有一棵扎根成活了，它就会
向周围不断地扩展滋生，繁衍蔓延。学者中也有一种读
书方法，与蔓草的生长发展颇为类似。

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作家夏丏尊读书时，总是以
精读的文章（或书籍）为出发点，然后向四面八方蔓延，由
精读一篇文章带读许多书，有效地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

例如夏先生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这样蔓延
发展的：《桃花源记》是晋朝人写的，要想知道这篇文章在
晋朝文学中的地位以及晋朝文学的概况，就可以去翻一
翻中国文学史；文中的“桃花源”实际上表现了作者的一
种乌托邦思想，这又可以找一本英国人莫尔写的《乌托
邦》来对照着读；这篇文章属于记叙文一类，如若想弄清
楚记叙文的格式，就可以去翻看有关记叙文写法的书；此
外，如果想了解作者陶渊明其人其事，还可以去翻《晋书·
陶潜传》。

这样一来，读一篇文章就引出了一大串的书。夏丏
尊先生的这种读书方法我们可以概括为“蔓延读书法”。

大量的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将内容相关的书联系起
来读，既便于加深理解，又
可以拓宽知识面，因此，蔓
延法是一种科学的读书方
法。

春寒料峭的夜，打开罗曼·罗兰
的《贝多芬传》，一股悲悯的气息扑
面而来。贝多芬的一生是令人扼腕
叹息的一生。他的作品集磅礴大
气、激越昂扬、浪漫典雅于一体，对
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是当之无愧的“交响乐之王”。然
而，贫穷、疾病却伴随着他的一生。

年少时，贝多芬就得为全家明
天的面包而操心；十七岁，他就被迫
担起一家之主的重任；即使在他创
作的盛年，他也被经济上的拮据弄
得疲惫不堪……

1796年，贝多芬患上了严重的
耳疾，耳朵日夜作响，听觉日益衰
退，不久就完全聋了。“我有时觉得
是在度着残破的生命，足足有两年
了。我避开了社会上的一切集会，
因为这种情形不可能去告诉别人
……”隔着漫漫岁月，仍能感受到字
里行间的无奈和绝望，可想而知，一个
音乐家，耳聋对他是多么致命的打击。

但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
的执着战胜了苦痛和绝望，苦难变
成了他创作力量的源泉。他创作了
大量的乐曲：昂扬的《第二交响曲》、

铿锵的《英雄交响曲》、纯净的《第四
交响曲》、梦幻的《田园交响曲》……
他为人类贡献了一份不可估量的精
神财富。

尽管生活极其困苦，他却说：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
我完全屈服。”是的，他是一个被命
运捉弄的音乐家，但他也是一个用
痛苦换来欢乐的英雄，更是一个扼
住命运咽喉的巨人。

拂晓时分，窗外一轮红日喷薄
而出，读完贝多芬的故事，我在心里
刻下一句话：决不辜负人生！

这是一部有着强烈自传色彩
的小说。阿米尔是阿富汗一个富
人家的孩子，好朋友哈桑则是他家
仆人的孩子。两个人经常一起玩
耍、游戏。阿米尔是出色的“风筝
斗士”，即善于用自己的风筝去切
断别人风筝的线。哈桑则是杰出
的“风筝追逐者”，因为阿富汗斯坦
的传统是线被切断而落下的风筝
归追到它的人所有。后来阿米尔
随父亲迁居美国。多年后，阿米尔
在他人的帮助下回到战乱中的阿
富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
哈桑的儿子并将他带到美国，两人
之间同样通过风筝建立起新的情
感联系。

《追风筝的人》以新写实的笔
法，诉说着温情与残酷、美丽与苦
难，它不仅仅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灵
成长史，也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史、一个国家的苦难史。这部小说
流畅自然，就像一条清澈的河流，
却奔腾着人性的激情，蕴含着阿富
汗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灵魂，激荡
着善与恶的潜流撞击。借助于这
部书，让世人了解了一个遭受战火
蹂躏的、默默无闻的阿富汗。风筝
是该书的灵魂，虽然在小说中只出
现在两个地方，却蕴含了丰富的意
象，风筝可以是爱情、亲情、友情，
更是作者对未来希望的象征。

卡勒德·胡赛尼于 1965 年出
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后随父
亲迁往美国。胡赛尼“立志拂去蒙
在阿富汗斯坦普通民众面孔的尘
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
人”，《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
小说，继这部不无自传性质的文本
获得成功之后，他还著有《灿烂千
阳》《群山回唱》等小说。

萨拉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像小公主一样。父亲去世
后，她沦落为在学校干杂活的“小苦力”。但她乐观向上，始
终保持着纯真、善良的心。

萨拉之所以被称为“公主”，不是因为她拥有家财万贯，
而是因为她在逆境中始终乐观向上。逆境能帮助我们成
长，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用积极的心态面对
它，它就会让你成长；如果你用消极粗暴的态度对待它，它
会让你丧失信心、自暴自弃。

宝应县西安丰镇中心小学六（1）班 钱粤鑫
指导老师 卢金元

唐山大地震中，一位妈妈和她半岁的孩子被压在废墟
下。当孩子饿得直哭时，妈妈在黑暗中从身边摸到了一根
毛衣针，把自己的一根手指扎破，放在孩子的嘴里，孩子的
哭声停止了，用力地吸吮起来。几天以后，人们扒开了废
墟，孩子还有呼吸，妈妈却脸色苍白，已经去世了。

每位父母都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在紧要关头，宁可自
己死，也要让孩子活着！以后我要做一个理解父母、懂得感
恩的孩子！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北望小学四（3）班 郭思彤
指导老师 朱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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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主》

《血奶》

2019年2月23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李 彤 美编 于 寒 校对 徐学飞
电话 025-86261707 邮箱 zbltbk@163.com百科B2

最酷科技

科学趣话

创新发明小故事

大千世界

探空气球——高空听诊器

涂改液要慎用

连云港市马站中心小学五（2）班 丁凡如
指导老师 张 旭

变废为宝的塑料花瓶

影片中，太阳正在变成红巨星，人类被迫开始驱动地球逃离太阳
系。

从恒星的演化规律来讲，太阳是会有“熄火”的那一天的。当太
阳核心中的氢燃烧殆尽，生成的氦元素在引力的作用下坍缩，释放的
能量进一步升高温度，点燃核心周围的氢壳层，然后太阳迅速膨胀，
就会成为一颗红巨星。

有理论认为，太阳演化生成的红巨星非常巨大，最远能够膨胀到
地球轨道。这样，水星、金星和地球都会逐渐坠入太阳而毁灭。其
实，早在太阳吞噬掉地球之前，地球上的海洋早已被膨胀的红巨星烤
干，生命不复存在。

不过这些都是在遥远的50亿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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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流浪地球》中的科学常识

太阳，真的会消亡吗？ 石头，真的能当燃料吗？

木星，真的能给地球加速吗？

地球，真的会被“撕碎”吗？

在影片中，为推动地球，人类建造了上万座高耸入云的核聚变发动
机，以石头为原料进行核聚变产生能量。

我们知道，氢弹就是一种剧烈的核聚变爆炸现象，但人类无法直接
利用这种能量。人类需要的是能够平稳输出能量的核聚变装置，但这种
装置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实验阶段，例如中国的超导核聚变托克马克装置
（EAST）以及国际联合建设的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目前人类首先
要驯服的是氘氚的核聚变，这也是相对最容易的一种核聚变。

石头的组成元素非常复杂，但主要是氧、硅、铝和钙等原子序数较大
的元素。这些元素聚变的难度极高，宇宙当中，这些元素的核聚变只能
发生在大质量恒星（其质量在太阳质量的8倍以上）演化末期的核心处。
实际上，我们身边的元素，除了氢和氦，基本都是在恒星燃烧、超新星爆
炸以及中子星合并过程中形成的。

所以，影片中用石头进行核聚变的发动机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影片中影片中，，地球为了逃离太阳系地球为了逃离太阳系，，利用木星加速利用木星加速。。这种加速方式被这种加速方式被
称为引力弹弓或者叫引力助推称为引力弹弓或者叫引力助推。。

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引力弹弓现象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引力弹弓现象，，它可以令航天器零消耗它可以令航天器零消耗、、改变改变
方向方向、、提升速度提升速度，，送达目标轨道送达目标轨道。。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航天技术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航天技术，，有有
着广泛的应用着广泛的应用。。

人类第一次利用引力弹弓效应发生在人类第一次利用引力弹弓效应发生在19591959年年，，当时苏联的月球当时苏联的月球
33号探测器从月球南极后方飞过号探测器从月球南极后方飞过，，借助月球的引力绕到月球背面并借助月球的引力绕到月球背面并
拍摄了人类第一幅月球背面的图像拍摄了人类第一幅月球背面的图像。。这次的引力助推不但改变了探这次的引力助推不但改变了探
测器的飞行轨道测器的飞行轨道，，也增加了少许速度也增加了少许速度。。以后很多人类发射的探测器以后很多人类发射的探测器
都利用过这种技术都利用过这种技术。。

引力弹弓效应不但能够加速探测器引力弹弓效应不但能够加速探测器，，也可以减速探测器也可以减速探测器。。最近最近
的例子是的例子是20182018年发射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年发射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它利用金星的引力弹弓效它利用金星的引力弹弓效
应一次次降低在轨道运行的速度应一次次降低在轨道运行的速度，，逐渐靠近太阳逐渐靠近太阳。。

影片中影片中，，地球靠木星过近地球靠木星过近，，如果地球越过木星的洛希极限距离如果地球越过木星的洛希极限距离
后后，，木星的潮汐力就会把地球木星的潮汐力就会把地球““撕碎撕碎””！！

在天体力学中在天体力学中，，洛希极限又称洛希半径洛希极限又称洛希半径，，最早由法国天文学家最早由法国天文学家
洛希提出洛希提出。。它是指当行星与卫星距离近到一定程度时它是指当行星与卫星距离近到一定程度时，，潮汐作用潮汐作用
就会使天体本身解体分散就会使天体本身解体分散。。地球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作用地球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作用
力是自身的重力力是自身的重力，，当地球靠近木星的时候当地球靠近木星的时候，，木星会对地球产生强木星会对地球产生强
烈的潮汐撕扯作用烈的潮汐撕扯作用。。当潮汐力超过地球自身物质的重力结合当潮汐力超过地球自身物质的重力结合
作用时作用时，，地球就会被撕裂地球就会被撕裂。。地球刚开始被撕裂时地球刚开始被撕裂时，，离木星的距离木星的距
离就是洛希极限离就是洛希极限。。

结论是结论是，，如果地球靠木星距离太近如果地球靠木星距离太近，，是真的会被是真的会被““撕撕
碎碎””的的。。

生活中塑料瓶随处可见，同学们喝完的饮料瓶，爸爸妈妈
用完的调味料瓶、洗衣液瓶、洗洁精瓶等。这些废料瓶处理不
当就会成为垃圾，不仅给环卫工人带来工作上的负担，而且污
染了环境，所以怎么处理用完的塑料瓶是一个大学问。我觉
得把塑料瓶直接扔进垃圾桶实在是太浪费了，能不能稍稍
花点心思让毫不起眼的塑料瓶变废为宝呢？

我的办法是把家里用完的塑料瓶收集起来，制作花
瓶。制作出来的花瓶既美观又对废物进行了再利用。不
过想得到心仪的花瓶可得动些脑筋。

首先我找来一个过生日喝完的雪碧瓶，从中间剪为两
半。剪的时候要注意塑料瓶的切口相当锋利——我的小
手就被划破了一道，为我的发明付出了“血的代价”。带有
瓶盖的上半部分留用，当然另一半不要丢掉，可以制作第
二个花瓶。

然后我又找来两个废旧的光盘，将雪碧瓶上半部分倒
扣在光盘的中间孔中，用胶水固定好。最后去花园里挖些
泥土装进雪碧瓶子里，浇上水，一个创新式花瓶就完工了！

小朋友们，我的想法是不是挺棒的？让我们一起行动起
来，收集身边的废旧塑料瓶，制作属于自己的创新式花瓶，给
卧室、班级增添一抹绿意吧！

（丁凡如同学的小发明获第29届江苏省科技创新大赛三等
奖）

很多同学写了错别字都喜欢使用涂改液修改，只要
轻轻一抹，错误就被掩盖在白色液体之下，简单方便。实
际上这样的涂改液隐患不少。

涂改液的主要成分是钛白粉、黏合剂和有机溶剂。钛
白粉的学名是二氧化钛，是涂改液、修正带的主要成分。
钛白粉无毒，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白色颜料之一，市
面上有些牙膏或香皂里也会添加。它的覆盖能力很强，
可以起到遮蔽的作用。黏合剂主要由合成树脂充当，无
毒，起到的是粘接成膜的作用。而有机溶剂的加入是
由于钛白粉的溶解性很差，加入有机溶剂可以溶解和
稀释钛白粉，使钛白粉分散得更加均匀。而问题就出
在这有机溶剂上。

有机溶剂的成分主要是三氯乙烷、环己烷和
甲基环己烷等，其毒性危害的强弱和浓度成正

比。这些有机化学物质都具有挥发性。虽然毒性不大，但
是对皮肤有刺激性，如果大量吸入或接触皮肤，还是会引
起伤害。比如甲基环己烷，具有轻微毒性，皮肤接触可引
起发红、干燥、皲裂、溃疡等。

所以建议同学们要慎用涂改液。

在冬季，植物
经 受 着 寒 冷 的 考
验。可它们既不能
像人类那样自行裹
上厚实的冬装，也
无法像动物那样通
过南迁、储粮、躲进
巢穴冬眠等方式来
度过冬季。好在经
过长期的演化，植
物从内到外都已对
低温环境作出相应
调整，锻炼出多招
防寒本领。

第一招：养精
蓄锐。立秋以后，
植物从夏季快速生长阶段转为缓慢
生长和停止生长阶段。落叶树和部
分草本植物，一方面迅速产生冬眠
素，逐渐减弱呼吸，并进入休眠模式；
另一方面在叶柄下部组织内产生离
层细胞，让叶片很快脱落，以减少养
分消耗及水分散失。

第二招：穿衣盖被。针叶树（如
松树、柏树）或常绿阔叶树（如桂花）
的叶片表面蜡质层增厚，既可御寒又
可减少水分蒸发。树木的幼芽长出层
层鳞片，有的还覆盖着一层茸毛，冬芽
被紧紧包裹，仿佛裹了一层暖和的羽绒
被。有些植物比如雪莲，茎、叶密布厚厚
的白色茸毛，可以抗风、保暖，甚至可抵
御海拔4000米以上的狂风、积雪和奇寒。

第三招：加紧储糖。寒冷时，叶片制造
的有机物被运到根部、树干、枝条内贮存起

来。淀粉水解加剧，可溶性糖含量增加，植物
细胞液的浓度提高了，细胞内便不易结冰，也

能防止过度脱水。此外，细胞内还大量积累蛋
白质、核酸等物质，原生质中储藏的物质多了，也

可提高植物的抗寒御冻能力。
第四招：积极“瘦身”。冬季植物的枝叶貌似有

些枯瘦，这是植物通过降低自身含水量的方式来越冬
的又一妙招。气温下降时，树木的花芽能迅速排出内部

水分，使芽内的汁液高度浓缩，从而有效提高抗冻能力，自
然无惧严寒侵袭。

此外，植物还有枝叶枯萎只留根部越冬的“舍末保本”法，以
及严寒来临前结籽借助种子以安然越冬等方式。

漫漫冬日里貌似沉寂酣睡的植物，其实暗地里仍在缓慢活动，
积蓄力量，只待春日来临，大地复苏，就能重焕生机。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根据科幻大牛刘慈欣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勇夺贺岁档票
房冠军，当然也成为影视迷和科幻迷们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
聊和地球“流浪”有关的科学小话题——

高空气象观测是气象观测的基础业
务之一，担负着为天气预报、气候分析、

科学研究等提供准确、及时的高空气象情
报和资料的任务。探空气球是人类研究大气

层的重要工具。
探空气球是一个能携带仪器到高空的白色

大气球。球重一般在 300 至 1500 克，充入适量的
氢气或氦气，可升达离地面 30 至 40 千米。高空气

象站使用的常规探测气球升速一般为 6 至 8 米/秒，
上升到约 30 千米高空后自行爆裂。因此，为了尽可

能获取最大垂直范围内的探测资料，就必须提高气球

的飞升高度。
探空气球本身并不能探测气象信息，主要靠它

携带的探空仪发挥作用。探空仪里有许多电子元件，
可以探测各种气象要素，包括大气中各高度上的气压、
温度、湿度等。

虽然目前探空火箭、气象雷达、气象卫星等应用广
泛，但是探空气球依然是当今气象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仪
器。探空气球具有众多优点，例如投资少、成本低、见效
快、相对载重量大、飞行时间长、携带仪器姿态稳定，而且
观测数据资料精度高、用时短，其应用灵活性大，施放不
受地域和气候因素影响等。


